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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鹤：绝望中的笑声

徐晓鹤小说的深刻重要性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彻底发

掘。在他的中短篇小说中，琐碎和荒谬的行为给快乐的误

喻提供了途径，主流话语并没有受到严肃的抵制，却在把

握特定的社会或群体中悲惨痛苦而又毫无意义的处境时

遭到毁形。对徐晓鹤来说，无能为力的表现意味着，惟一

的表现途径就是让人陷入现有话语的陷阱，这个陷阱始

终诱使现实误入表现彻底失败的荒谬处境。

徐晓鹤在 1983 年转入小说写作，在此之前他曾经

是偶尔被归为“朦胧诗”的诗人。他最初发表的短篇小说

《残局》，从标题看就暗含了与著有剧本《终局》的贝克特

（Samuel Beckett）之间的某种血缘关系：贝克特对现代

社会中语言和交流的怀疑同样指明了徐晓鹤小说的某种

倾向。尽管这篇小说还不像他后来的小说那么具有美学

的颠覆性，但《残局》出色地展示了叙事的“空白”。故事中

最紧要的悬念，即“老汉”守了一辈子的残局让“后生”破

了之后赢去的铁盒里的奖品究竟是什么（贵重到了“后

生”觉得“受不得”而到处打听老汉的去处以便归还），到

小说结束时仍然是个谜。这样的技巧在 1985 年以后的

先锋作家，如马原和格非等人那里获得了普遍的运用。

徐晓鹤小说唐突滑稽的风格介于马原、格非与残雪、

余华之间。他对文革话语似是而非的附着是显而易见的。

他与残雪和马原的区别在于他对群众从个人与集体对波

澜壮阔和颠倒是非的历史事件的体验中演绎而来的不仅

是反讽的而且是疯狂闹剧般的呈现。

叙事的非理性与主流话语

徐晓鹤的“疯子”系列始于 1985 年的中篇小说《院长

和他的疯子们》。他后来大部分作品中的背景和人物都是

从这里发展而来的。像其它“疯子”系列中的作品一样，小

说没有什么中心情节，而是展示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境遇，

其中正常与失常似乎无法区分。从一开始，我们就看到院

长追逐“越狱”的疯子的景象，而村民们则比鲁迅笔下的

看客生动许多，“跟着一并去甚嚣尘上”。这个开始预示着

徐晓鹤的一种对荒谬的兴趣，因为看起来村民们并不比

疯子们更正常，疯子反倒由于负担着“逃亡的使命，复又

跑得张牙舞爪”。重要的是，这种荒谬是在一种颇为普通

或正常的形式中展现出来的。村民们从疯人院的墙外看

见的疯子们的集合是这样的：“有几个排成队笔直地走

路，碰了墙就拐一百八十度的弯打转。有的唱歌，越唱声

音越大。有的做演讲，将手指戳到另一个的脑门上，另一

个只好抱头鼠窜。有个女疯子摘了一大把夹竹桃，喊着欢

迎、欢迎。”①

如果我们不能觉察到一种近乎寓言的内涵，一种对

当代中国政治生活，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透视，这里的荒

谬性就不会令人震惊。无疑，对过去的记忆痕迹悄悄地潜

入了叙事过程之中：诸如“军训”、“批斗会”、“欢迎会”这

样高度政治化的仪式一并以缺乏理性和目的的方式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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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再现了。在另一个段落里，一个逃亡的疯子好像主流文

艺中的地下工作者或伤员（比如在样板戏《沙家浜》里）一

样受到了群众的掩护和款待，却由于忍不住“咯咯地笑”

而暴露了身份，被捉回疯人院。这些可能成为经典场景的

叙事片段在疯人院的现实背景下被漫画化了，主流文学

的那些“原型”———英雄、同情者和敌人———的关系遭到

了戏仿。

对于院长来说，疯人院是一件宏伟的事业，他甚至劝

说并不疯的人也搬进疯人院来住。这里，徐晓鹤专注于一

种叙事语调，以强化院长这项事业的反讽功能。当院长

“亲切地”②邀请后来证明并不疯的苏神经到疯人院去的

时候，苏神经给了他一个耳光，使得院长“雄赳赳的脸上，

写五根鲜红的手指印”③。首长式的“亲切”，英雄式的“雄

赳赳”和同烈士或理想有关的“鲜红”被带入了荒唐的境

遇，使在这些担负有强烈意识形态使命的语词背后的主

流话语遭到了瓦解。在小说接近尾声时，疯人院改建成了

一所学校。院长却仍旧不甘心退休，又下乡动员办一个更

大的疯人院，却在示范拖一个疯子到水塘洗澡的时候失

足落水，使其宏伟的“事业”示范出了颇为荒诞的意蕴。最

后，院长在疯人院周围挖土沟，不知是不是“干部参加劳

动”④，也“不知那沟里，春天会不会游出扭尾巴的蝌蚪

来”⑤。就这样，主流话语，包括展望未来的象征性话语，

被一种无关痛痒的、难以确定的叙事所消解。

徐晓鹤 1986 年的短篇小说《人或红毛野人》同样以

寓言的方式探讨了中国特定文化状态下的话语和真实：

一项虚幻的“伟业”被揭示为仅仅建立在某种话语之上，

并且，话语的统治从不实现它对真实或真理的允诺。小说

通过把空谈中的“野人”设立为中心，戏仿了追求原始价

值或本质的“寻根文学”。整篇小说不分段，一气呵成地记

述了一群声称为红毛野人目击者的集会。虽然红毛野人

作为话语的核心令人振奋，但人们对证明红毛野人的努

力却只能抵达徒劳的结局。这里，对政治运动中的群众集

会的记忆再度浮现了，但占据主要地位的却不是自上而

下的意识形态蛊惑，而是盲目的大众狂热。集会中的人都

不知姓甚名谁（像鲁迅的那篇迄今被忽视的杰作《示众》

里的看客一样），因为没有人具有个体的确定身份。不管

“红毛”的“红”是否有意暗示了特定的色彩，“毛”是否有

所特指，“红毛野人”在这里的确成为具有神话般召唤力

的口号。

集会上有人声称曾与红毛野人握过手，但他出示的

红毛在传阅了一圈之后已经不那么红了。红色的褪色指

明了这个辉煌的象征色彩不稳定、无法持久，这使集会者

开始怀疑关于“红毛野人”的神秘话语。但无论如何，叙事

者的声音始终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中。众人在听到这个

人曾与红毛野人握过手时，“大家立刻把那只手如同一面

旗帜一样围起来”⑥。“旗帜”一词（以及在其周围围拢）的

意识形态庄严感嫁接到了同野人相关的一只手上，显得

滑稽而突兀。这时，另一群人“推出”了一位年轻后生，说

是红毛野人的后代，尽管后生再三表明自己无非是来证

实见过红毛野人的而已。一个老汉便开始讲述起关于这

个被指定为红毛野人后代的后生的冗长故事，却在紧要

关头一命呜呼。

此后，遭到误用的主流话语鬼影幢幢地穿插在叙事

中，一种指导历史理性的语言基质成为无理性的起源。当

众人指责年轻后生“还配作红毛野人的后代！”⑦时，此人

却说他已经不是先前那个，那人已经跑了。但红毛野人不

能“后继无人”⑧，此人便只好补缺，听到众人责备说“这样

子对得起谁”⑨，便只能“羞愧”地在众人的协助和提词之

下，继续讲述老汉起头的那个设想自己来历的故事，最后

得出了娘被红毛野人从虎口救出“才有你的今天”的结

论。⑩既然是话语决定现实，后生必须以爬树来配合关于

他是红毛野人后代的说法。在他摔下来崴了脚之后，他还

必须思考，如果“真正的红毛野人也许正应该脚朝一边

歪”，他应该如何“无愧于朝一边歪”。可以看出，生活的逻

辑完全被诸如“（革命）后代”、“（共产主义事业）后继无

人”、“对得起（先烈）”、“（党救出劳苦大众）才有今天”或

者“无愧于（党的培育）”这类主义家谱学的话语元素所打

乱和恶化，而与此同时，这些话语元素却由于这样的误用

而暴露出极度的武断与荒谬。这个貌似随意流动的故事

又经过更多的有关男女红毛野人关于谁为“正宗”的争

执，最后的结尾是，那个藏有一根毛的人声称藏的只是一

片树叶罢了，拿出来果然是树叶。这样似是而非的叙事在

许多徐晓鹤的小说中出现，使叙事的可靠性降至极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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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对主流话语的绝对性的一种反动。

从崇高到荒诞

通过各类话语“误用”，主流意识形态的崇高美学在

徐晓鹤那里等同于荒诞美学。作为《院长和他的疯子们》

的续篇，他 1986 年发表于《收获》的中篇小说《疯子和他

们的院长》把这种荒诞美学推向极致，“反讽是无法缓和

的眩晕，抵达了疯狂的顶点”輥輯訛。在故事层面上，小说描写

了疯子们在院长领导下的所谓“东征”。这不仅令人想起

“北伐”、红军的“北上抗日”或者主流文学中的《南征北

战》，或者还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红卫兵全国串联有某种

联系。在上篇《院长和他的疯子们》里，院长就企图要建一

个“集各村疯子之大成”輥輰訛的疯人院，而这篇小说可以算是

对这种愿望的一次满足，是一场死之舞，或否定意义上的

巴赫金式的狂欢节。整篇小说描写了院长组织的（或不如

说是搅乱的）疯子们所谓的“东征”（多么辉煌的名称！）。

实际上，小说却并未提供任何可以复述的中心情节，

只有疯子们种种可笑但却颇为认真的表演。比如，疯子们

在“东征”的具体路途中———跨过“铁桶、钢锭、木箱、四轮

推车、馊水缸、汽车轮胎、鼓风机、扫把、蜘蛛网、青苔、万

用电表”，过一会儿阵脚大乱又回头跨过这些“表电用万、

苔青、网蛛蜘、把扫、机风鼓、胎轮车汽、缸水馊、车推轮

四、箱木、锭钢、桶铁”輥輱訛。读过文化大革命中“样板戏”剧本

的人可能会记得，这样的场景在某种程度上戏仿了对现

代京剧舞台上“革命群众”的英雄式表演的描绘。輥輲訛在另一

处，徐晓鹤戏仿了主流文学中对领导者的描写：“他套上

湿糟糟的裤衩，重又打开灯铺一张白纸继续描画疯子院

的前景。很多年过去了，那前景越来越五彩缤纷。农民们

撑着锄头饶有兴致地听他讲演，关于疯子院的过去现在

和未来。”輥輳訛“一张白纸”明显挪用了“一张白纸，可以画最

新最美的图画”，而强烈地召唤了农民阶级的关于“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宏大历史却换上了疯人院的背景。而疯子

们乱敲钢材奏出的“交响乐”中竟然还混有《东方红》的歌

词“呼儿嘿哟！呼儿嘿哟！”

更关键的是，徐晓鹤大量“误用”了崇高的叙事语式，

使话语的理性再度同行为的无理性产生巨大的张力。在

话语的层面上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意义受到虚妄的行为

的强烈质疑。比如，张金娥的娘是这样加入“东征”的：

不小心门板拍在她肚子上，只觉得腹中荡漾了

一下，裆里立刻湿了大片。 这反而坚定了她的决心，

弯下身把门口又压了一块冰凉的麻石，朝茅屋望了

最后一眼，扭头加入了疯子的队伍。 輥輴訛

熟悉主流话语的读者不难分辨出英雄主义与琐碎卑

微、无关紧要的话语之间的反讽裂隙。诸如此类的段落在

这部小说中几乎比比皆是：

男女疯子在桥上会师，纷纷地只是握手。 輥輵訛

疯子们兴高采烈要唱很多歌。 院长夫人义正词

严不准他们唱，他们只好不唱装作没一点事的样子

嗯嗯呀呀，其实心里充满了激情。 輥輶訛

疯子们从悲怆忧愤中昂起不屈的头颅，鬼一样

慌乱，时刻准备着屁滚尿流。 輥輷訛

第一段可以被看作是对正统风格的“会师”的历史场

面的戏仿，第二段和最后一段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详尽

分析。显而易见，对诸如“兴高采烈”、“充满了激情”、“悲

怆忧愤”和“昂起不屈的头颅”輦輮訛这类饱含意识形态意味的

习语具有高度的反讽性，按理说，这些习语应该被用来塑

造意志坚定或者体魄强悍的英雄人物。混淆悲剧（这些习

语）与滑稽（疯子的行为）使我们失去了对主流话语庄严

性的依赖，将我们从宏伟堂皇的陈词滥调的抽象本质中

解放出来。叙事的声音就这样从主流话语的限定中解放

出来，但并不是达到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设

想的语言乌托邦，而是朝向了对语言悖论的认知。这段引

文的下一个句子立即指出的这种失魂落魄（“鬼一样”）破

坏了先前描写的合理性。对英勇的革命党人（比如《海港》

里“时刻准备着”的方海珍）和对怯懦的敌人（比如“屁滚

尿流”的钱守维）的规范表现混为一体，叙事的声音强制

性地扭曲了话语的原有秩序，强化了不平衡或者游离。

类似的反讽裂隙也出现在徐晓鹤另外的作品中。比

如在《浴室》（1986）中的洗澡和《标本》（1986）中探究打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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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创建工厂之间的有机联系成为同时是话语的赏趣和心

理的恐惧，既然惟一的真实是主流话语的不可质疑的真

实性，不管这种叙事的对象如何荒谬。所有这些作品用夸

大陈述（overstatement）的方式，强化了高调的意识形态

与卑微的历史现实之间的不谐和。对话语原型的戏仿是

对那种权力中心的游离，但又没有彻底遗忘那种权力的

压迫：压迫以扭曲的方式浮现出来。因此，徐晓鹤作品中

的疯狂确切地体现了福柯意义上的对霸权体系的瓦解：

通过疯狂，一件似乎淹没于世界的，揭示其无

意义的， 以及把自身转化为病理学形态的作品，实

际上在自身中占用了世界的时间，把握它，引领它；

通过疯狂，一件艺术作品开启了一种虚空，一个寂

静的瞬间，一次没有回答的提问，在世界被迫质疑

自身之处引发了无法弥合的罅隙。 輦輯訛

无论如何，徐晓鹤的小说不是讽刺，因为不仅是叙述

的客体受到嘲弄，而是叙事主体自身蕴涵了一种“无法弥

合的罅隙”，这是某种威权统治的历史及其话语之下的创

伤主体。徐晓鹤的叙事主体不再具有总体化的或全知的

力量，而是以破碎的叙事游戏把宏大的线性历史打乱，用

异质的和杂质的微量细节颠覆一元的主流话语。因此，真

正的无理性不仅存在于疯子们的行为逻辑中，而更存在

于主体的叙事逻辑中。以下所引的一段中，叙事过程中的

那些连接词就可以看成是主体疯狂的明显征候，因为正

是这些连接词所提供的混乱的叙事逻辑，而不仅是叙事

中的疯子本身，表达了无理性的状态：

我们第一次看见他是一个下着浓雾的早晨，他

湿淋淋地沿着黑河一脚高一脚低地唱歌。 张金额的

娘挑桶浇菜，三次差点滑倒。 小白狗只对他叫了两

下就得了感冒，将喷嚏打得死去活来。 院长闻声赶

来，他还在白茫茫一片中赤足而歌。 一会儿凄恻，一

会儿悠扬，万般情态。 院长装作要过桥，笑笑笑笑，

突然伴上去把他捉住。 言午许正要狡辩，张金额的

娘用粪瓢子从下游舀起一只完整的凉鞋。 这才低头

无语，住进了疯人院。 輦輰訛

在很大程度上，《院长和他的疯子们》展示出宏大叙

事无法以正当的方式呈现的一种混乱而无聊的人类景

观。这篇小说由此涵盖了中国先锋小说的多种特征：时间

错乱、重复、语词游戏、自我否定以及拼贴等等，每一项都

是对主流话语统治下的历史的癫狂的揭示，对历史创伤

的主体意识的探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对疯狂的展

现，也是对疯狂的拒斥。正如费蔓（Shoshana Felman）指

出的：“对疯狂的谈论总是对它的否认。……呈现疯狂总

是有意识无意识地表露出对自身疯狂的否认的场景”輦輱訛。

和王朔小说中的耍贫嘴不同，徐晓鹤小说中的荒诞是不

可言说的，或者说是言说错乱的结果。这也是费蔓所说的

“无法总体化的运作，无法控制的语言游戏，其中意义失

效，文本的陈述从表演中疏离出来”輦輲訛。也就是说，这种不

断否定的游戏以绝望的辩证法揭除了现存的伪善面具。

如果说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代表了五四文学

的范例，徐晓鹤的《院长和他的疯子们》则可以被看作是

先锋文学的范例。两者之间的关联与差异就是两个时代

不同而又互相关联的文学规范的缩影，他们都面临着从

旧的、灾难深重的社会文化模式向新的、不可预知的社会

文化模式过渡的关键历史转折，尽管他们展望的未来可

能完全不同。总而言之，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揭露在意识

形态上被现存的话语体系当作理性接受的那种社会非理

性。

鲁迅的狂人和徐晓鹤的疯子之间的差异与他们的类

同一样显见。鲁迅的狂人是反抗历史压迫的代言人，他把

“正常的”和“文明的”社会颠倒成一个反常的和野蛮的社

会，而徐晓鹤的疯子们却只能在他们之间引起不断的吃

吃窃笑。徐晓鹤的小说呈现了语言与现实之间的裂隙或

者主体表现的疑惑，疯狂不能魔术般地变为理性，却只能

体现疯狂或混乱的真相，这样的真相引爆了利用“理性”

力量操纵社会意识的主流话语的总体性。徐晓鹤与前辈

的差异在于他否定历史的任何绝对正面意义。如果说鲁

迅的狂人的疯狂逻辑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徐晓鹤的疯子

则仅仅显示了无序错乱的举止。徐晓鹤揭开了鲁迅狂人

的无意识秘密，他的反叙事旨在通过误喻或言语误用展

现还原历史“理性”意义的不可能性。他们的区别还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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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鲁迅的狂人背后是一种沉湎于尽

管前途渺茫的未来的绝望英雄精神。然而，在徐晓鹤看

来，却只有看不到历史进步的悲喜交加的现在，那是一个

饱受精神创伤，仍然备受势力强大却又不确定的主流话

语折磨的社会心理现在。

鲁迅肯定不是惟一描写疯狂的主要现代作家。徐晓

鹤与鲁迅的疯狂概念既相似又相异，这种异同也存在于

徐晓鹤与其他作家，比如茅盾和沈从文的疯狂概念之间。

茅盾的短篇小说《疯子》（1934）就把疯狂当作对现实中

压迫和非人道话语的不可避免的反应。茅盾笔下的疯子

阿四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疯子”，而不是一个具有自我

意识的“狂人”（如鲁迅笔下的）；茅盾通过使人变疯的事

件来表达他对现实的谴责。在这个故事中，疯子叫嚷道

“杀胚！”輦輳訛然而，那只不过是对真正的危险的一种骚乱反

应：

只在走近了时，才看得出他的眼光不定，而且

他像避猫的老鼠似的在时人们身边偷偷地走过，怀

疑地偷相着别人的面孔，似说一切人都会害他。

不是他想杀人，倒是他的被人家谋害罢？ 我常

常这样想。 輦輴訛

显而易见，茅盾的讲述模式的叙事试图通过把疯子

定义为社会的受害者来认同鲁迅笔下的狂人，尽管他笔

下的疯子怀有攻击别人的个人动机。茅盾的《疯子》的出

色之处在于小说隐约地意识到现实中话语的构成性力

量。小说中的阿绣好几次被描写为一个饶舌的（咭咭刮刮

的）告密者輦輵訛。她显然是一个传递传统压抑话语的人物，她

的老处女身份象征着弘扬没有性欲和抑制欲望的中国文

化。叙事者的结论意味深长：老处女阿绣“这样咭咭刮刮

的，所以不会疯吧？”輦輶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精神健全”的

基础就是传统话语：那是“健全”的体系通过饶舌，通过把

话语禁忌强加给人类心灵而产生的疯狂。茅盾与鲁迅的

相同之处就在于他也用疯狂谴责“健全”的社会。

在沈从文的作品里，疯子与社会之间的鲜明对照消

失了。疯狂被当作一种心境，它以某种方式与社会历史现

实保持距离。在《阿黑小史》（1933）中，五明发疯同样也是

对爱情悲剧的心理反应，就像茅盾《疯子》里的阿四。作为

精神分裂的疯狂在这里被描写成破灭的梦，那是一个暗

地里通过追忆在想象中寻求重新整合的梦。另一方面，

《山鬼》（1928） 讲述的是一个完全脱离社会的疯子的故

事。这个非世俗的人物不仅使我们联想起屈原创作的神

话原型，而且还蕴涵了承载着人类审美品质的浪漫角色。

毫无疑问，这个人物的“少同人说话”（脱离社会话语），

“天真”和“任性”的个性輦輷訛概括了沈从文的人文理想观念：

“笑不以时候，哭也很随便。他凡事很大胆，不怕鬼，不怕

猛兽。爱也爱得很奇怪，他爱花，爱月，爱唱歌，爱孤独向

天”輧輮訛。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笔下的疯狂既不是“狂”也不

是“疯”，而是“癫”，“癫”这个字指的是固执或者迷醉。疯

子的暂时脱离社会必须被看作追求更高的生存方式的一

种失败的努力。沈从文的疯子身上具有“一种去拥有被现

实或现实主义写作所否定否决的不可能的欲望，一种去

整合已经被这些能指所切割了的世界的欲望”輧輯訛。沈从文

的“癫”意味着让破碎的现实“破镜重圆”或总体化的深刻

“愿望”，那是中国现代作家普遍向往而又无法实现，却又

遭到先锋派作家质疑的一个愿望。

戏仿的宏大蓝图

总而言之，沈从文试图在他的叙事中提供的那种模

式旨在使本真的存在，与混乱的社会现实相对立的理想

本质化，尽管这样的主体努力具有自身的障碍和问题。对

徐晓鹤来说，对叙事者，也就是对主体自身的整体性和自

足性的质疑才是对现代性话语的真正挑战。他的小说《水

灵的日子》（1988）里那些似是而非的、梦境般的场面与其

说是对写实主义写作的背离，不如说是对那种表现式写

作的主体限度的探索，对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主体的质

疑。显而易见，徐晓鹤的叙事不再展示叙事者完整的、全

能的声音，相反，叙事成为可疑的、不确定的、自我否定的

过程。在这种自我否定的过程中，徐晓鹤质问了主流集体

话语的个人主体基础。《水灵的日子》中对那条大鱼的最

初发觉始于叙事者听见“一个辨不出性别的人在遥远的

地方含混不清地唱歌。以为是言午许”，过了几段之后，

“忽然我记起那个唱歌的所谓遥远的人其实就是歪角牛”輧輰訛。

徐晓鹤：绝望中的笑声

文学史新视野 45



评 论 2014 年第 6 期

然而还不是。在下一段里，我们才发现也不是歪角牛：这

个“看上去有些疲倦，还不时拿腔拿调地叫那么一两声”

的东西“这时听起来一点也不象歪角牛而象一艘即将远

航的巨轮”，“而且是远航得乘风破浪的巨轮”輧輱訛。这却是一

条蹦起来时“以为这样可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輧輲訛的大鱼。

不仅是叙事的飘忽不定暴露了主体的缺憾，任何熟

悉当代主流话语的读者都不会轻易放过“乘风破浪的巨

轮”或者“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一类习语（cliché）的误

用。这种误用，严格说来，正是徐晓鹤小说中寓言性的起

源。不是人民公社，也不是改革开放，而是一条半死不活

的大鱼，大得出奇、大得绝无真实性的鱼，在这里被比作

“不仅仅是远航的巨轮，而且是远航得乘风破浪的巨轮”。

徐晓鹤的小说似乎并没有政治寓言的意图，然而我们又

无法否认这篇小说的寓言性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关联着我

们生存的历史境遇。镇长娇婆蓝（这个形像当然和《疯子

和他们的院长》中的院长是相应的，这个院长的角色在本

篇中也略有提及），一个“计划一下子把路修到这里，一下

子修到那里”輧輳訛的领袖或总设计师，“全替我们考虑好了”輧輴訛

（业已规定了总体化的、目的论的未来），并且更重要的是

“他认为所有的人都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輧輵訛。但对这个可

怜的叙事者来说，“我们搞不清所有的人是不是也包括我

们，同时还没认识到的是哪一点，雾就起来了”輧輶訛。我们看

到的不是对于现代性的灾难的控诉，而是对于现代性远

大规划的茫然和疑惑，对那种话语的所指的瓦解。

同时，徐晓鹤没有简单地注定了那个现代性规划的

破产，相反，在临近结尾的倒数第二段里，我们看到了“娇

婆蓝终于将我们带到那条他修成的路上”輧輷訛。那个“沿途不

断地有人跟他打招呼，娇婆蓝向他们频频点头，我们也只

好跟着点头”輨輮訛的场面也的确是领导和群众会面的典范场

景。不过，对徐晓鹤来说，“无聊”成为灾难的核心部分，这

种无聊正是我们在贝克特众多剧作里看到的那种荒凉的

末日景象。一种对主流话语的戏仿再度出现：“我们前面

的路还很长。起码在天黑以前要走完它还需付出相当大

的努力”輨輯訛。但“天黑以前”的插入使话语的意蕴产生了一

点滑稽的效果，我们不但不知道这条路的真正功用是什

么，更不知道为什么非要在“天黑以前”“走完”那条原本

是现代性象征的金光大道，而不是像正统的话语规范那

样沿着它走向曙光或黎明。

无论如何，对于娇婆蓝来说，“这是长期从事一项事

业的结果”輨輰訛。并且，事业的完成似乎是唯一的、绝对的目

的，这个目的中内容的匮乏是决定性的：“似乎什么都不

曾发生过，以后也不会发生。人们把嘴巴喔成鱼的样子，

赫赫地笑两声就算完事。或者干脆连鱼的样子也没有”輨輱訛。

这样，娇婆蓝的宏伟事业同人们的无聊行为就荒诞地接

合在一起，成为现代性规划的一个注脚。“但是”———这个

“但是”是徐晓鹤提示我们的———只有从“从很近的地方”

———微观的，而不是从宏观的历史全景———我们才“看到

了娇婆蓝后脑壳上的那块疤”輨輲訛，这激发了叙事者的难以

复原的记忆，有关这篇小说主要段落中宰杀大鱼的那个

事件：“那是被大鱼甩开的梯子砸中的。尽管如此，我仍然

充满了疑惑。事情毕竟已很久远了，甚至很可能根本就不

曾发生过。记忆往往错了，往往只不过是一种幻觉。我的

病便是从中而来”輨輳訛。根据随后提到的疯人“院长”来看，这

里所说的病指的无疑是疯病。也就是说，叙事者的确是处

在一种非理性的状态中。不过，这种非理性正是由某种貌

似理性的事件引发的精神创伤所带来的，这使得遥远的

真实事件变成记忆中错置的事件甚至变成幻觉，正如整

篇小说的叙事风格提供给我们的那样。强烈的精神创伤，

从心理分析学的角度来看，致使了完整的主体性的分裂，

剥夺了对创伤起源事件的理性陈述的可能。这就是为什

么整篇小说闪烁不定的叙事永远无法清晰地穷尽对那个

宰杀大鱼事件的陈述。

小说的主要部分所涉及的这个宰鱼事件当然更是一

个足够荒唐的事件。根据娇婆蓝的指示，镇民们纷纷走进

被剖开的大鱼（一条大得失真的鱼）的肚子，从中挖取可

当即食用的内脏和肉，这就是整篇小说的中心情节。不

过，正如我已经提到的，小说的关键在于叙事者的似是而

非的叙事，使这个客观事件的荒诞性首先建立在主体的

荒诞性之上。这里似乎有必要再次提及我在本文开始时

的一个关键论点：徐晓鹤小说叙事的不确定性在对事件

过程的描述中愈演愈烈，不断的误述，不断的游离，可以

说是先锋小说中最激进的对叙事整体的解构。这种解构

颠覆了传统写作中的总体性话语规范：没有不可逆转的

话语，没有任何能够豁免了怀疑的陈述。比如，“一些人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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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太大，致使邵大伯看起来不象邵大伯，而象娇婆蓝。很

久以后才搞清楚，他果然就是娇婆蓝”輨輴訛。而那个“朝狗脸

噗地喷了一口酒”的才“是真正的邵大伯。因为眼珠子发

红。不过后来发现娇婆蓝的眼珠子更红，那我就不管了”輨輵訛。

似乎每一个后继的陈述单元都可能是对既有陈述的偏离

或背离，这使叙事的稳定性降低到最低点。类似的然而更

不负责任的叙事出现在“我”和双木林的一次幽会中：

我知道我不会错，但我还是错了。 她一笑，石片

从肩胛上掉下来。 原来是一块螃蟹壳。 那就怪不得

了。 我问她认不认得院长。 她说当然。 是哪个院长。

我也搞不清是哪个院长。 直到今天我仍不明白，我

为什么会问起好几年以后我才认识的院长。 所以疑

心一切只是一场梦。 双木林不认为是梦。 因为不可

能很多人都做同一个梦。 虽然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的。 輨輶訛

如果说这样的不断游离已经使人极度难堪，在经过

了很长一段关于“我”和双木林的描述之后的该章结尾就

更加令人眩晕：

我看看双木林，她却并不是双木林。 她是胖姑。

“早就是这样了”，她说。 輨輷訛

正是这样的叙事模式，而并非单单是所叙事的事件

本身，应当看做是整篇小说的核心。这种梦境般的场景是

叙事迷宫的起点，而不是终结。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穿越

这样的迷宫才能领略到令人眩晕的事件，而不可能在迷

宫之外谈论事件的眩晕性。这是徐晓鹤小说中最不妥协

的话语政治，不但是对总体化的政治话语模式的消解，也

是对总体化的主体话语的自我消解，因为徐晓鹤所面对

的已不再是一个易于匡正的对象，而是必须永远探究的

自身的绝境。当然，这种自身的绝境是同外在事件对主体

的打击交织在一起的，不然小说中就不会一再提及疯病

的发生同宰鱼事件的关系，不但叙事者“的病便是从中而

来”，而且，另外的人物也在相同情形下受到极大的精神

打击：

大鱼动了一下，悠悠吐出一口气。

“还没死！ 它还没死！ ”

艾宝一怔，手舞足蹈地跑开。 言午许和古月胡

从鱼腹里伸出脑袋来看了看， 抹一把脸上的血，旋

又缩进去翻搅。 艾宝从那时起变得神经错乱了。 一

听到风吹草动就手舞足蹈。 輩輮訛

的确，没有什么比我们对血腥历史的参与更具有精

神上的毁灭性了，但也正因为我们自身的参与，历史就不

仅仅是悲剧，而成为荒诞剧，它意味着历史所规定的主体

话语同历史事件永远无法吻合，或者说，真实的历史将我

们置于话语的尴尬之中。这种尴尬性一直是徐晓鹤小说

的精髓所在，在《水灵的日子》里，我们看到了宰鱼事件的

壮观场景和事件的血腥效果及人们的卑琐意向之间的内

在冲突。在某些情形下，徐晓鹤甚至将那种无聊和恶浊误

置于诗意的场景中，显示出叙事主体在一种无法理喻的

境遇中的表达的错乱：

共田八和言午许共同挽着一大挂肠子从鱼肚

子里爬了出来。 ……他还没恢复到非跟我们讲话的

地步就捧着它们一径走到娇婆蓝即将修成的路上。

我想只要没人劝他他一定会这样走下去，于是并不

去劝他。 他却停下回过头，朝言午许脸色血红地看

看。言午许也脸色血红。两个人捧着同一挂肠子，相

对无言。 輩輯訛

显然，“相对无言”的抒情或诗意的内涵被转换成对

空虚无聊的暗示，一种面对意义匮乏而产生的失语状态。

对于他自己的参与宰鱼事件的开始，叙事者是这样描述

的：“贵爹要我到鱼肚子里做一些开拓性的工作。他给了

我一把刀，我猜出是娇婆蓝指使他要我这样干的”輩輰訛。同

样，像“开拓性的工作”这样的词语所暗含的话语性在事

件本身的血污和荒谬的衬托下反而标志着总体化历史的

无效。

相对于《疯子和他们的院长》中的可笑的精神“东

征”，《水灵的日子》里的宰鱼事件以及那些大嚼鱼肉的场

徐晓鹤：绝望中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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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降至一个更为低俗的行为系统中，这似乎也是文革时

代转换为后文革时代的一个恰当注脚。在这个“开拓性的

工作”中，“我”在大鱼的肚子里遭到了墨鱼的缠绕，这样

的缠绕却又误述在一种主流的集体性话语中：

黑暗中它软塌塌的触须搭在我的肩膀上，好像

我就是它的亲密战友。 我从血浆里抽出自己的手，

拂开触须，假装是挪动一个位置。 战友毫不介意，软

塌塌地挽住我，要与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 輩輱訛

然而，这就是“我身上那些被墨鱼的吸盘灼伤然后又

生过蛆的地方，如今已经都平复了”輩輲訛的来源。直到最后，

叙事者“误入了大鱼的肠道……只听得一声臭烘烘的巨

响，我被它的肛门忿然排泄出来”輩輳訛，对一场貌似伟大的事

业的叙事结束于一个极为污秽的场景，一个既可怜又可

笑的窘境之中。徐晓鹤在整篇小说中就是把这种对秽物

学（scatology）的癖好同末世学（eschatology）的倾向混

合在一起，构成了他作品的基本面貌。这种秽物学在整个

叙事中把事业抽象的美学降至细节的污浊中，而这种末

世学则展示出生命的耗尽和无聊。这两点使我们再次想

到贝克特的《终局》，那些从垃圾箱里发出的无意义的对

话标志了欧洲二次大战后的存在绝境。

同贝克特一样，徐晓鹤的小说绝不是虚无主义的对

存在的弃绝。相反，正是一种自我审判的叙事揭示出对历

史中存在的绝望感，这种绝望感甚至不是能够确知的，或

者说，它的强度是它无法被理性把握的原因。正是在这样

一种情形下，主体被推向了一个荒诞的境遇，一个被剥夺

了自足性的境遇：“要是再清晰一些，或许我会看到事情

的真相。一切的回忆都不会有错。要不就都是错了”輩輴訛。这

种自我怀疑，这种叙事的自嘲，似乎成为面对绝境的唯一

出路。但是“清晰”的“真相”在不断地受到质疑、扭曲，这

正是一次没有终结的否定性探索，是自我意识的痛苦而

荒谬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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